
证券代码：600565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39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关联交易金额不会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是公司发展所需要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此项关联交易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将提交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向志鹏、罗韶颖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该议案。 

2、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关于

公司2016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我们事前审阅了管理层提交的相关资料。我

们认为，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的要求；2016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中必要的业务，将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未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一）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15年

预计

金额 

（万

元） 

15年

实际发

生金额

（万

元）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楼装修装饰

服务 200 0 

项目结算

延后 

重庆宝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铺物管服务 
70 25  

项目结算

延后 

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铺物管服务 250 25.76 结算延后 



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劳务服务 2000 529.22 

新增项目减

少，且结算延

后 

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劳务服务 2,000 0- 因合同调减，

新增项目计划

调减，且结算

延后 

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450 178.89  

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400 104.09 

小计  
   

5,370   

接受关联人房屋租

赁 

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铺及库房租赁 105  97.33                

重庆宝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库房租赁 5 0   

小计   110   

向关联人房屋租赁 
新疆东银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用房租赁 100 61.34    

小计  100   

合计   5580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本次预计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楼装修装饰服务 1,000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45 

重庆宝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铺物管服务 55 

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铺物管服务 530 

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劳务服务 1,000 

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350 

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劳务服务 300 

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500 

重庆旭原创展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工程劳务服务 1,000 

小计  4780  

接受关联人房屋租赁 
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铺及库房租赁 150 

小计  150 

合计   493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8 年 6月 8日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二路三街丰华园 D区 2-22-4号 

法定代表人：罗韶宇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投资业务（不含金融及财政信用业务），从事建筑相关

业务（凭资质证书执业），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销售摩托车汽配件、汽车配件、

机电产品、建筑装饰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钢材、家用电器、日用百货。 

系迪马股份控股股东。 

东银控股截至201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公司总资产442.08亿元，所有者

权益128.92亿元，营业收入95.94亿元，净利润12.84亿元。 

2、重庆宝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东路二巷2号附30号 

成立时间： 2010年11月1日 

法定代表人：王静 

注册资本：35,000万元 

主要经营：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执业）；园林绿化养护；

停车场租赁；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家政服务、图文设计；销售日用

百货、服装、工艺美术品、皮具、五金交电、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和发

射设备）、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

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经

营）。 

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公司总资产51,790.75万元，所有者权益

37,855.19万元，营业收入687.89万元，净利润414.37万元。 

3、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南城大道199号正联大厦22-1号 

成立时间：2011年12月24日 

法定代表人：王静  

注册资本：64,000万元 

主要经营：商业地产投资经营；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地产中介服务、

信息咨询；园林绿化管理咨询；停车场租赁；销售：日用百货、服装、饰品、皮



具、五金交电、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和发射设备）、建筑材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家政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或许可的

项目，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系东银控股间接控制的子公司。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公司总资产134595.41 万元，所有者权益

54904.17万元，营业收入1116.44万元，净利润 -3926.08 万元。 

4、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8月 1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中路 63-113 号商业 A区一层 

法定代表人：乔新栋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系公司联营企业，郑州致方置业有限公司和东原地产共同出资设立，其中郑

州致方持股比例为 80%；东原地产持股比例为 20%。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公司总资产 205,394 万元，所有者权

益-912 万元，净利润-1637万元。 

5、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8月 2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蜀跃路 83号二层 5号 

法定代表人：乔新栋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系公司联营企业，郑州致方置业有限公司和东原地产共同出资设立，其中郑

州致方持股比例为 80%；东原地产持股比例为 20%。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公司总资产 130,449 万元，所有者权

益-181 万元，净利润-1,134万元。 

6、重庆旭原创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87号负二层车库、负二层商业    



法定代表人：杨永席 

经营范围：对重庆市北部新区大竹林组团0标准分区08-01-1/03、

08-01-4/03、08-02/02、08-03-1/02号（重庆市15056号）宗地，08-04-1/02、

08-04-2/02、08-06/02、08-07/02（重庆市15057号）宗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经

营、销售及物业管理。 

股东情况：武汉东方睿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0.86%、重庆

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29.14%，重庆旭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30%，

深圳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40%。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1项为公司控股股东，2-3项关联人与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4、5、6项为公司联营企业，构成上市公司的关

联人。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

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日常关联交易中均能履行合

同约定，不会对本公司形成坏帐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为：按照公正、

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格做参考，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执行。 

 1、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重庆东银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办公楼装修服务额度1,000万元；为联营企业成都致方置业

有限公司提供工程劳务服务额度1,000万元、为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限公司提供

工程劳务服务额度300万元及为重庆旭原创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工程劳务

服务额度1,000万元。 

2、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新东原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为重庆宝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及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提

供服务空置商铺的代管服务及物业管理服务额度分别为 55 万元、530 万元；重

庆新东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新东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联

营企业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司及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额度

分别为 350万元、500 万元。 



3、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东原睿

合置业有限公司拟租赁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所拥有的位于重庆市南岸区

海棠溪滨江路 “长江畔·1891”项目一期 7、9号楼的 1层 790平方米的商业店

铺用于销售签约中心工作，参考市场价格后双方确定拟以每月 100 元/平方米的

价格进行租赁，年度租金额度不超过 150万元。 

公司关联交易金额仅为预计金额，待实际交易发生时，在审批通过的预计金

额内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长根据具体服务内

容、体量签署协议，如有新增的除外。期限为该议案通过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批

后至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相关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进行

披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正常的经营行为，在价格公允的基础上与关联方发生交

易，是一种对等的互利行为，也是双方业务发展所需并实现资源合理利用的关联

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结算时间和方式合理，无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存在依赖该类关联交易，不影响上

市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交易符合双方业务经营的

需要，在价格公允的基础上是一种对等的互利性经营行为。提交关联交易的程序

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定

价方法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上述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需上报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四）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 


